
学后托管，今日起全面推开
我区学后托管工作有序推进，范围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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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新学期全区学后托管工
作全面推开。已试行了一个学期的学后
托管，今年进一步扩大范围。城区及周边
镇街共33所小学开展了1—3年级学生学
后托管服务，比去年增加了13所学校，分
别是闻堰小学、闻堰二小、宁围小学、万向
小学、盈丰小学、世纪实验小学、新街小
学、长山小学、新街三小、新街四小、信息
港小学、红垦学校、红山农场学校。

作为萧山区民生实事之一，学后托管
实施情况如何？相关教育部门及学校管
理得怎么样？近日，记者采访了区教育局
相关人员和试点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各
方都给予了积极评价。

“三全管理”顺畅有序

去年9月25日，我区在城区20所公
办小学1—3年级中试点开展免费的学后
托管，共有1028名在校学生参加，占学生
总数的8%。

按照萧山区教育局和城区教育管理
中心分别下发的《关于推行小学生放学后
校内托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萧山
区城区小学开展学后托管服务试点工作
规范》，各学校严格遵循学后托管“不上
课、不集中辅导、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
三不原则；托管期间，学生们自主阅读、自
主作业，以校内照看为主。

在托管工作正式开展前，各学校均出
台了详细的管理方案，开展了全员培训，
明确管理职责，并发动教师“全员参与、全
程监控、全心服务”。

实施过程中，学校及教师扎实有效地
开展管理工作，及时细致地做好托管服务
和记录，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上学期的学
后托管工作，也总结出许多有效的工作经
验。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上学
期末，区教育局专门召集相关学校负责人
进行了学后托管工作交流和部署，以便接
下来更好地开展托管服务。”

具体问题一一破解

学后托管的学生来自不同班级，教师
来自全校，因此管理上存在不少难点。作
为一项新的工作，各学校边实行边摸索，
创新工作方式，一一破解难题。

很多时候，学生和老师相互是不认识
的，托管的教室也不是学生自己的班级。
为了让学生快速适应，同时方便老师管
理，有的学校除了有管理记录本，还做了

“座位贴”。“座位贴”上有学生姓名、家长
电话、班主任电话，让学生定点、定时、定
位。

为了保证教师准时投入学后托管工
作，避免发生“我忘记了”的情况，有的学
校实施了“喊一声制度”，专门安排一位老
师，每周一早上电话通知本周的5位巡视
老师，再由巡视老师当天电话提前通知管
理的老师。要求管理零缺席，这“喊一声”
特别重要。

为了使具体的管理工作衔接紧密，有
的学校推出了“组长负责制”，采用包干到

组的办法，具体由组长落实人员的调配，
谁负责哪个时段、谁巡视、谁进班管理都
服从组长的安排，同组内进行轮换。

工作细节周到暖心

除了“管住”学生，更要“管好”学生。
学校和老师从工作细节入手，站在学生和
家长的角度看问题、想事情，尽可能把工
作做得周到暖心。

一二年级晚托的时间较长，有些学生
往往会无事可做，不少学校专门从校图书
室借了一部分书籍供学生阅读。

天气变化，感冒、水痘等疾病多发时，
管理老师们会关注学生的身体状况，及时
发现病情，在照顾好学生的同时第一时间
与家长联系。

学校规定未经允许家长不能进校接
孩子，考虑到个别晚托班家长有时有提早来
接的需要，汇宇小学想了一个办法——给晚
托班的家长做了一张通行证。

低年级学生自控能力较弱，不能及时
完成作业，银河实验小学要求管理的老师
们督促孩子们在学校完成作业，减轻家长
负担。

很多学校在开展学后托管一定时间
后，积极探索优化学后托管工作的举措。
湖滨小学今年把托管场地从教室改到了
图书室，把学校阅读资源和学后托管服务
结合在一起，让参与学后托管的孩子能较
充实地度过托管时间。湘师实验小学本
学期提前一周开展学后托管，主动为有困
难的家庭排忧解难。

今年新加入学后托管的学校，如新街
小学等，特意到城区教育管理中心和兄弟
学校了解情况，吸取经验，做好计划和安
排，以期在规范的基础上尽快做出亮点和
特色。

接送困难有效解决

作为一项民生实事，学后托管的实
施，切实有效地解决了部分家庭在接孩子
放学方面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了惠
民政策的温暖。

双职工家庭的洪先生和妻子，家中老
人也不在身边，每次接孩子放学成了一件
令他们头疼的事儿。自从去年儿子在回
澜小学参加学后托管后，洪先生和妻子就
再也不用为谁去接孩子而犯愁了。而且，
孩子在晚托期间不仅做完了作业，还看了
不少书，让夫妻俩轻松不少。

二胎家庭的陈女士，既要照顾10个
月大的小宝，又要照顾患有严重腰疾的家
中老人，而丈夫李先生工作繁忙，下班时
间较晚，也没有时间提前去接孩子放学。
得知孩子所在的银河实验小学开展学后
托管以后，他们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学
后托管真的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难
题。”陈女士发自肺腑地说道。

劲松小学301班的杜成泽同学，这学
期成功申请到了学后托管名额，令全家人
十分高兴。由于妈妈工作地点远，接送的
任务全都落在了爸爸身上。每次放学，爸
爸都要请假去接成泽，把他送到家后，再
赶回单位上班。能够在学校托管，家里人
都很放心，爸爸也能安心上班了。

3月 11日，萧山又有13所

学校开始提供免费学后托管服

务，包括世纪实验小学、信息港

小学、红垦学校、新街小学、闻

堰小学等公办小学。

从托管范围来看，新增学

校都位于萧山城市发展的新兴

区域，比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北区块、桥南区块、新街区

块、宁围区块，以及钱江世纪城

和湘湖，是萧山拥江发展、融入

大杭州的前沿阵地。这里的北

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

信息港小镇、机器人小镇、湘湖

金融小镇、新街“医谷”等一大

批创业创新平台让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举家创业在萧山、生活

在萧山、学在萧山。而教育，也

最能直观反映出一个区域的营

商环境。像扩大学后托管范围

这样的教育政策的出台，往往

可以改变很多年轻人的工作状

态，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萧山教

育的“温暖”。而年轻人的下一

代，更像是一颗颗充满潜能的

希望种子，寄托着更美好的萧

山未来。

的确，强教育，强萧山。无

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教育始

终是萧山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在深度融杭的新时代下，萧山

教育势必要率先融杭，而它也

必须做出最迅速的反应。

——区教育局特约评论员方亮

全民呼吁的学后托管在杭

州落地，并第一时间在萧山城

区20所公办小学铺开，受益的

萧山家庭有一千多户。今年3

月11日后，服务范围扩大到萧

山城北各片的公办小学，提供

学后托管服务的学校总数达到

33所。杭州这项民生实事中，

萧山教育实力担当，贡献自己

的力量，敢于探索属于自己的

路径。

学后托管，托的是家长们

对学校的信任，对美好教育的

憧憬。细细地看，萧山在学后

托管上，突破经验、保障、协调、

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从细

节入手，做出个性化服务，提

升教育品质。学校为学生提

供“个性座位贴”“组长负责制”

“喊一声制度”等本地化的个性

服务，还有学校将教室改造成

图书室，充分利用学校资源，考

虑学后托管的学生和家长的需

求，提供接地气的服务。

这些落到实处的一桩桩小

事，在萧山学校的学后托管服

务中鳞次栉比，为萧山教育平

添一抹亮色。细节之处见真

章，萧山正在美好教育的路上，

奋力往前冲。

——区教育局特约评论员胡鸿

学后托管服务是区政府一

项民生实事工程，是为了切实

解决很多家长因下班晚等原因

导致孩子放学后无人看护的实

际困难。这项工程的推出，也

得到了老师们的理解和积极响

应。作为一名一线的小学老

师，我也参与了学后托管服

务。它确实解决了双职工家庭

的困扰，给这些家长提供了方

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湖滨小学二年级
班主任徐素萍

我们学校是这学期新开展

学后托管的，学校对这项工作

非常重视，专门传达了上级文

件精神，部署了学后托管的相

关工作，明确了工作进程中的

重要时间节点。老师们根据学

校安排轮流管理，轮到托管管

理的时候虽然会延迟下班时

间，但是能让学生安心学习，能

让家长放心工作，也是值得的。

——世纪实验小学
副校长吴琴娟

放学后的校内免费托管，

除了能解决家长的接送难问

题 ，也能给孩子和家长“减

负”。孩子们在一个集中、安静

的环境中完成家庭作业或者自

主阅读，有利于养成他们自主

学习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同

时，学生高效地完成家庭作业，

也有利于第二天的在校学习。

作为高段老师，我们自己的学

生虽然不在托管范围，但是也

有责任和义务，积极响应政策，

参与管理和服务。

——新学期加入学后托管管理
的高段教师孙清

学后托管解了不少双职工

家庭的燃眉之急。但要提醒家

长的是，孩子虽然在学校里就

完成作业了，仍然需要家长的

关心与鼓励，需要家长的陪

伴。每天花点时间看看孩子的

作业，和孩子聊一聊学习，聊一

聊学校里的事情，是家长对孩子

最长情的告白，是孩子成长路上

有力的助推器。

——新学期加入学后托管管理
的低段班主任田亚飞

学后托管是双职工家长的

刚性需求，学后托管活动以完

成回家作业或自主阅读为主，

对于1—3年级孩子而言有些枯

燥。有条件的学校是不是可以

利用校内场馆设施、设备等方

面的天然优势实施分层托管。

比如，有科技爱好的可以参加

科技队，有体育特长的可以参

加体训队，还有其他兴趣爱好有

能力的学校可以按种类分班。

——上学期参加学后托管的
二年级学生俞天乐妈妈

学后托管的出发点是具有

正能量的，让放学后确实不能

及时被接走的孩子有地方待并

且有事情做，缓解家长尤其是

双职工家长接孩子放学与工作

冲突的矛盾。我特别能理解职

场父母的辛酸。作为双职工，

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老人

不在身边，自己又要上班，又要

接孩子，偶尔为之还可以，经常

请假肯定是不行的。学后托

管，正好帮助家长解决了这一

困难，所以必须点赞！

——市民赵国燕

学后托管大家谈

编者按：
我区学后托管工作于去年9月25日开始在城区20所

公办小学1-3年级中试点开展。如何看待学后托管？学后
托管如何做到“家长放心、学生开心、老师省心、学校安心”？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明亮宽敞的托管教室

利用校阅览室等资源开展学后托管

参加学后托管的孩子们

学后托管的孩子们自主阅读、自主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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